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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妇 联 文件湖南省统计局

湘妇字〔2020〕15 号

关于开展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的通知

各市州妇联、统计局，调查样本县市区妇联、统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

客观地反映 2010 年以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状况和变化，全

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近期下发了《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

关于开展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通知》，决定于

2020 年联合组织开展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我省有

36 个县市区被纳入调查样本地区。为扎实做好我省妇女社会

地位调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调查目的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和妇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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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妇女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亿万妇女

主人翁地位更加彰显，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日俱增。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设计、精心组织、依法实施、

确保质量，客观、真实地提供与妇女社会地位相关的数据，

为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供科学

的数据支持。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目的是全面准确反映十

年来我国妇女发展的总体状况，科学认识不同妇女群体对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妇女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了解

妇联组织改革取得的新成效，为党和政府科学制定促进妇女

发展、推动性别平等的规划纲要和政策措施服务，为妇女工

作的科学决策服务。我省也将利用本次调查统计数据，对湖

南妇女社会地位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调查内容、方法和时间

第四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调查与妇女社会地位相关

的个人和家庭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教育、经济、社会保

障、政治参与、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认知与人

权、性别观念与态度九个方面。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电子版问卷调查方法进行数据

收集。调查问卷分为个人调查问卷和社区（村、居委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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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卷两类。个人问卷的调查对象为除港澳台以外的、居住

在家庭户内的 18 至 64 周岁的中国男女两性人口，社区（村、

居委会）问卷的调查对象为社区相关负责人员。

调查员培训和入户调查时间待全国妇联统一部署。

三、组织实施

省妇联负责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组织

领导和具体组织实施以及研究分析工作，省统计局负责调查

表的审核并参与调查的指导。各市州、样本县市区妇联和统

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调查工作，切实按照调查方案要求，

做好组织和实施工作，优质高效完成调查任务。

为加强组织领导，省妇联和省统计局成立第四期中国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领导小组，负责调查的组织和实施。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省妇联宣传部，具体负责调查的日常组织和协

调。参与此次社会调查工作的市州，要设立相应的调查领导

小组、确定调查责任部门，认真做好本地区的调查工作，并

于 5月 14日前向省第四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报送调查相关信息表。

四、经费支持

全省开展第四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所需经费，由省妇联

负责筹集，各市州、样本县市区妇联要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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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提供相应的配套工作经费。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级妇联、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第四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工作，按照方案要求细化实化工作措

施，安排专人、专职从事调查，中途不能换人，确保优质高

效完成调查任务。

2．坚持依法调查。各级妇联、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有

关规定。调查取得的数据，严格限定用于调查目的，不得作

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党政管理和妇联工作考核、奖惩的

依据，不得作为对调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

3．严守保密纪律。各级妇联、统计局及第四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4．加强宣传倡导。切实做好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的宣传倡导工作。要通过互联网等全媒体广泛深入宣传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目的

和任务，为调查工作顺利实施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桂香 王文欧 徐珂

电 话：0731-82219310

手 机：18874280019 13036736179 13271120320

邮 箱：hnsfnyj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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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方案

2．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成员名单

3．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市级相关信

息表

4．36 个调查样本县市区名单

5．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第二阶段抽

样结果

湖 南 省 妇 联 湖南省统计局

2020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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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方案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

联合组织实施，调查标准时点另行通知。湖南分配样本 1350

份，补充样本 1350 份，共计 2700 份，调查涉及 14 个市州、

36 个县市区。

一、调查目的和意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了解近十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发展变化状况

与趋势，科学认识新时代妇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需

求，为党和国家相关决策，为妇联组织改革和妇女工作创新，

为提高妇女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科

学依据。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

二、调查内容

本期调查包括个人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

个人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及教育、经济、社会保障、

参政、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认知与人权、性别

观念与态度等 9 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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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问卷主要了解妇女生存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社区

治理与社会组织、妇联改革和工作开展情况等。

三、调查对象

个人问卷的调查对象为湖南省居住在家庭户内的 18-64

岁中国男女两性人口。

社区问卷的调查对象为调查抽样选中的所有城镇和农村

社区相关负责人员。

四、抽样方法与调查方法

（一）抽样方法

采用分域（城乡）分层（地区发展水平）三阶段（县市

区、村居委会、住户及个人）PPS 抽样方法（人口比例概率

抽样方法）选取样本，随机确定具体调查对象。抽样方案分

为基于全国代表性推断的基本方案和基于省区市代表性的省

级追加方案两种。

全省样本共抽取 36 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随机抽取 5

个村（社区），每个村（社区）随机抽取 15 个住户，每户随

机抽取一个调查对象。

（二）调查方法

为提高调查效率和质量，适应新技术发展趋势，本期采

用电子问卷调查方式，组织调查员面对面开展调查。

电子问卷适用安卓系统的手机或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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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级组织领导

（一）成立领导小组

为保证调查顺利进行，省妇联和省统计局成立湖南省第

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领导小组，负责对调查工作的全

面统筹指导，对接全国妇联领导小组，提供省级样本经费保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妇联宣传部。办公室主要负责：

调查方案设计；宣传资料设计与制作；开展宣传动员；协助

开展调查员及督导员培训，入户调查的组织协调与质量控制；

组织我省数据分析及调查报告撰写；与市级调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沟通、协调并提供技术指导。

（二）组织调查设计和实施

调查准备：制定调查实施方案，组建我省调查队伍，编

制督导员和调查员手册，进行社会宣传动员等。

调查培训和实地调查：组织各样本县市区参加人员培训；

培训结束一周内完成住户摸底、列表上传工作；开展入户调

查；完成问卷审核、质量抽查。

数据清理和质量评估：完成数据导出、数据清理、抽样

误差与样本权数计算、调查质量评估。

（三）组织数据分析和成果转化

主要数据分析：组织专家对我省调查情况进行调查数据

汇总和统计分析，完成主要调查数据报告撰写。

新闻发布：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

主要调查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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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总结和后续安排：总结表彰、部署安排成果转化及

数据深度开发、编制专著等工作。

六、市级工作部署

（一）成立领导小组

各市州妇联负责本地区调查员、督导员、联络员选调与

入户调查的实施、组织联络工作。为保证调查研究的顺利进

行，市级妇联成立调查领导小组，确定责任部门，安排市级

预算，保障与省妇联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沟通和协调。

（二）组建调查队伍

调查队伍由调查员、督导员和联络员组成。

1．基本条件

调查员：

（1）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 45 岁以下；具

有较好的沟通能力，最好能听、说当地方言。

（2）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有电子问卷调查经验者优

先。

（3）作风正派、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服从管理。

督导员：

（1）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 50 岁以下，熟

练使用智能手机，熟悉当地妇情民意、有问卷调查经验者优

先。

（2）作风正派、任劳任怨、认真负责。

（3）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督导、管理能力，能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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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并予以纠正。

联络员：

（1）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 50 岁以下；具

有较好的文字处理能力，熟悉 Office 办公软件，有电子问卷

调查经验。

（2）作风正派、任劳任怨、认真负责。

（3）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沟通能力，能够有效联络

市、州和调查县市区，做好与相关部门单位的沟通工作。

2．人员配备

调查员：

（1）每个调查县市区配备 5 名调查员。

（2）所有调查员需经全国妇联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培

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3）调查期间要固定专人、专职担任。

督导员：

（1）每个调查县市区配备 1 名督导员。

（2）所有督导员需参加全国妇联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

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3）调查期间要固定专人、专职担任。

联络员：

（1）每个市州配备 1 名联络员。

（2）调查期间要固定专人、专职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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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时间

2020 年 5 月 14 日前完成队伍组建，并将调查员、督导

员、联络员基本信息表报省妇联领导小组办公室（信息表附

后）。

（三）调查培训和实施

1．组织开展社会宣传动员。

2．组织开展调查员、督导员培训，市州妇联分管领导和

市级联络员要全程参与。

3．组织开展村（社区）住户资料收集和情况摸底，按要

求提交住户清单（在培训后一周内完成）。

4．组织开展个人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在培训后

40 天内完成）。

5．县市区督导员对每个社区的前 2 份问卷全面复核，对

其他 13 份问卷按要求进行重点内容复核，并将复核发现的问

题及时通知调查员修改。

6．省级督导员随机抽查每个调查县市区 10 份问卷全面

复核，对其他 65 份问卷按要求进行重点内容复核，将复核发

现的问题及时通知县市区督导员和联络员，并汇总报省妇联

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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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组 长： 姜 欣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副组长： 张媛媛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卢妹香 省妇联副主席

钟 斌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方 琼 省妇联副主席

高 勇 省统计局副局长

成 员： 熊望衡 省妇联办公室主任

黄 蕴 省妇联宣传部部长

魏巍峰 省统计局人口社科处处长

办公室主任：

胡桂香 省妇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妇女

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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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市级相关信息表

市、州妇联： 责任部门：

姓名 年龄 单位 职务/职称 学历 手机号码 Email 备注

分管领导

联 络 员

督 导 员

调 查 员

注：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表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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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36 个调查样本县市区名单
序号 市州区 县市区 样本类型 编码

1 长沙市 天心区 共享样本 430103
2 长沙市 岳麓区 省级样本 430104
3 长沙市 宁乡县 共享样本 430124
4 长沙市 浏阳市 省级样本 430181
5 株洲市 株洲县 省级样本 430221
6 株洲市 炎陵县 共享样本 430225
7 湘潭市 雨湖区 省级样本 430302
8 衡阳市 石鼓区 省级样本 430407
9 衡阳市 蒸湘区 共享样本 430408
10 衡阳市 衡南县 共享样本 430422
11 衡阳市 祁东县 省级样本 430426
12 邵阳市 大祥区 共享样本 430503
13 邵阳市 洞口县 省级样本 430525
14 邵阳市 新宁县 共享样本 430528
15 岳阳市 岳阳楼区 共享样本 430602
16 岳阳市 岳阳县 共享样本 430621
17 岳阳市 平江县 省级样本 430626
18 岳阳市 汨罗市 省级样本 430681
19 常德市 武陵区 省级样本 430702
20 常德市 鼎城区 共享样本 430703
21 常德市 临澧县 共享样本 430724
22 常德市 桃源县 省级样本 430725
23 张家界市 桑植县 省级样本 430822
24 益阳市 赫山区 省级样本 430903
25 益阳市 南县 共享样本 430921
26 郴州市 桂阳县 省级样本 431021
27 郴州市 永兴县 共享样本 431023
28 永州市 冷水滩区 共享样本 431103
29 永州市 东安县 省级样本 431122
30 永州市 道县 共享样本 431124
31 怀化市 中方县 省级样本 431221
32 怀化市 辰溪县 省级样本 431223
33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共享样本 431228
34 娄底市 双峰县 共享样本 431321
35 娄底市 涟源市 省级样本 431382
36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共享样本 43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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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第二阶段抽样结果
样本点

代码

地市

名称
县市区名称

乡镇街

道名称
村居委会名称

城乡分类

代码

常住人

口数

样本

类型

43010301 长沙市 天心区 城南路街道 城南中路社区居委会 111 1326 共享样本

43010302 长沙市 天心区 新开铺街道 豹子岭社区居委会 111 17604 共享样本

43010303 长沙市 天心区 桂花坪街道 金桂社区居委会 111 5935 共享样本

43010304 长沙市 天心区 先锋街道 嘉和社区 111 8358 共享样本

43010305 长沙市 天心区 暮云街道 卢浮社区居委会 111 15298 共享样本

43010401 长沙市 岳麓区 岳麓街道 阳光社区居委会 111 9157 省级样本

43010402 长沙市 岳麓区 观沙岭街道 岳北社区居委会 111 6410 省级样本

43010403 长沙市 岳麓区 望岳+街道 八方社区居民委员会 111 18660 省级样本

43010404 长沙市 岳麓区 麓谷街道 东塘社区居委会 112 24307 省级样本

43010405 长沙市 岳麓区 学士街道 学锦社区 111 1638 省级样本

43018101 长沙市 浏阳市 集里街道 百宜社区 112 65379 省级样本

43018102 长沙市 浏阳市 官渡镇 竹联村 220 3286 省级样本

43018103 长沙市 浏阳市 金刚镇 沙螺村 220 7660 省级样本

43018104 长沙市 浏阳市 北盛镇 亚洲湖村 220 3030 省级样本

43018105 长沙市 浏阳市 沙市镇 文光村 220 5347 省级样本

43018201 长沙市 宁乡市 玉潭街道 楚沩社区居民委员会 111 14895 共享样本

43018202 长沙市 宁乡市 道林镇 石金村委会 122 4562 共享样本

43018203 长沙市 宁乡市 坝塘镇 保安村委会 122 5579 共享样本

43018204 长沙市 宁乡市 巷子口镇 狮冲村委会 122 4279 共享样本

43018205 长沙市 宁乡市 金洲镇 箭楼村委会 112 6450 共享样本

43021201 株洲市 渌口区 渌口镇 向阳社区 111 16658 省级样本

43021202 株洲市 渌口区 渌口镇 蛇头村 220 2790 省级样本

43021203 株洲市 渌口区 朱亭镇 龙凤村 121 3483 省级样本

43021204 株洲市 渌口区 龙门镇 长冲村 121 958 省级样本

43021205 株洲市 渌口区 南洲镇 将军村 220 1840 省级样本

43022501 株洲市 炎陵县 霞阳镇 南区社区居委会 121 5063 共享样本

43022502 株洲市 炎陵县 霞阳镇 马道村委会 121 1707 共享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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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22503 株洲市 炎陵县 沔渡镇 九都村 220 2933 共享样本

43022504 株洲市 炎陵县 鹿原镇 洣西村委会 121 1980 共享样本

43022505 株洲市 炎陵县 策源乡 荣塘村委会 210 588 共享样本

43030201 湘潭市 雨湖区 城正街街道 瞻岳门社区居委会 111 4649 省级样本

43030202 湘潭市 雨湖区 广场街道 福利社区居委会 111 4762 省级样本

43030203 湘潭市 雨湖区 万楼街道 桃源路社区居委会 111 2640 省级样本

43030204 湘潭市 雨湖区 鹤岭镇 响塘村委会 220 2807 省级样本

43030205 湘潭市 雨湖区 姜畲镇 泉塘子村委会 220 4357 省级样本

43040701 衡阳市 石鼓区 人民街道 向阳社区居委会 111 9614 省级样本

43040702 衡阳市 石鼓区 青山街道 青山街社区居委会 111 5953 省级样本

43040703 衡阳市 石鼓区 潇湘街道 司前社区居委会 111 10503 省级样本

43040704 衡阳市 石鼓区 合江街道 江雁社区居委会 111 7694 省级样本

43040705 衡阳市 石鼓区 黄沙湾街道 光明社区 111 7861 省级样本

43040801 衡阳市 蒸湘区 蒸湘街道 温家台社区居委会 111 6550 共享样本

43040802 衡阳市 蒸湘区 蒸湘街道 廖家湾社区居委会 111 10910 共享样本

43040803 衡阳市 蒸湘区 红湘街道 联合新村社区居委会 111 10313 共享样本

43040804 衡阳市 蒸湘区 联合街道 张家山社区居委会 111 5149 共享样本

43040805 衡阳市 蒸湘区 呆鹰岭镇 新阳村委会 111 3390 共享样本

43042201 衡阳市 衡南县 车江街道 福泉社区 121 2927 共享样本

43042202 衡阳市 衡南县 江口镇 楠木村 220 1081 共享样本

43042203 衡阳市 衡南县 三塘镇 老街社区 121 11850 共享样本

43042204 衡阳市 衡南县 泉湖镇 双口村 220 2529 共享样本

43042205 衡阳市 衡南县 近尾洲镇 福元村 220 661 共享样本

43042601 衡阳市 祁东县 洪桥街道 憩园社区 121 16268 省级样本

43042602 衡阳市 祁东县 永昌街道 太阳升社区 121 27060 省级样本

43042603 衡阳市 祁东县 归阳镇 幸福村 220 2588 省级样本

43042604 衡阳市 祁东县 白地市镇 亭村街社区 122 3543 省级样本

43042605 衡阳市 祁东县 步云桥镇 江东村 122 2418 省级样本

43050301 邵阳市 大祥区 中心街道 曹婆井社区 111 3018 共享样本

43050302 邵阳市 大祥区 城西街道 城西社区 111 5273 共享样本

43050303 邵阳市 大祥区 百春园街道 滑石村社区 111 3858 共享样本

43050304 邵阳市 大祥区 火车南站街道 红星社区 121 25870 共享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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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50305 邵阳市 大祥区 雨溪街道 小田村 122 1472 共享样本

43052501 邵阳市 洞口县 文昌街道 桔城社区 121 16719 省级样本

43052502 邵阳市 洞口县 毓兰镇 里鱼村 122 1224 省级样本

43052503 邵阳市 洞口县 竹市镇 贻谷村 220 1780 省级样本

43052504 邵阳市 洞口县 黄桥镇 永发村 122 3842 省级样本

43052505 邵阳市 洞口县 花园镇 燕岭村 122 2355 省级样本

43052801 邵阳市 新宁县 金石镇 锦绣社区 121 5940 共享样本

43052802 邵阳市 新宁县 金石镇 永安村 122 2056 共享样本

43052803 邵阳市 新宁县 黄龙镇 尹家村 122 2436 共享样本

43052804 邵阳市 新宁县 回龙寺镇 大兴村 220 2077 共享样本

43052805 邵阳市 新宁县 万塘乡 白马田村 210 1500 共享样本

43060201 岳阳市 岳阳楼区 岳阳楼街道 九华山社区 111 7749 共享样本

43060202 岳阳市 岳阳楼区 东茅岭街道 东茅岭社区 111 3902 共享样本

43060203 岳阳市 岳阳楼区 枫桥湖街道 青年堤社区 111 4249 共享样本

43060204 岳阳市 岳阳楼区 南湖街道 长檀社区居委会 111 6456 共享样本

43060205 岳阳市 岳阳楼区 郭镇乡 马安村委会 220 22370 共享样本

43062101 岳阳市 岳阳县 荣家湾镇 老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121 3427 共享样本

43062102 岳阳市 岳阳县 荣家湾镇 公诚村 122 4962 共享样本

43062103 岳阳市 岳阳县 柏祥镇 桑园村 220 2622 共享样本

43062104 岳阳市 岳阳县 毛田镇 鸣山村 220 3281 共享样本

43062105 岳阳市 岳阳县 步仙镇 松溪村 121 2544 共享样本

43062601 岳阳市 平江县 汉昌镇 四柱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121 7760 省级样本

43062602 岳阳市 平江县 加义镇 加义街道居民委员会 121 3301 省级样本

43062603 岳阳市 平江县 南江镇 大湾村民委员会 122 885 省级样本

43062604 岳阳市 平江县 伍市镇 大滩村民委员会 122 1474 省级样本

43062605 岳阳市 平江县 三阳乡 黛屏源村民委员会 220 3644 省级样本

43068101 岳阳市 汨罗市 古培镇 课功村 112 3157 省级样本

43068102 岳阳市 汨罗市 弼时镇 平华村 220 3222 省级样本

43068103 岳阳市 汨罗市 桃林寺镇 磊石村 220 3073 省级样本

43068104 岳阳市 汨罗市 归义镇 广场社区 111 14710 省级样本

43068105 岳阳市 汨罗市 罗江镇 罗滨村 220 3277 省级样本

43070201 常德市 武陵区 启明街道 红卫社区 111 8303 省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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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70202 常德市 武陵区 丹阳街道 柏子园社区 111 4996 省级样本

43070203 常德市 武陵区 永安街道 楠沙社区 111 5709 省级样本

43070204 常德市 武陵区 芷兰街道 临紫社区 111 6631 省级样本

43070205 常德市 武陵区 白鹤镇 同兴村 112 3142 省级样本

43070301 常德市 鼎城区 红云街道 德安社区 111 17389 共享样本

43070302 常德市 鼎城区 中河口镇 复兴村 220 3080 共享样本

43070303 常德市 鼎城区 镇德桥镇 财神庙社区 121 1590 共享样本

43070304 常德市 鼎城区 草坪镇 夹溪岭村 220 2300 共享样本

43070305 常德市 鼎城区 石板滩镇 雷家铺村 112 2980 共享样本

43072401 常德市 临澧县 安福街道 河街社区居委会 121 3887 共享样本

43072402 常德市 临澧县 合口镇 大新街居委会 121 4316 共享样本

43072403 常德市 临澧县 新安镇 右昌村 220 3254 共享样本

43072404 常德市 临澧县 四新岗镇 青林村委会 220 1433 共享样本

43072405 常德市 临澧县 烽火乡 观音庵社区 210 3918 共享样本

43072501 常德市 桃源县 漳江街道 观音巷社区 121 13770 省级样本

43072502 常德市 桃源县 陬市镇 三里铺村 220 5224 省级样本

43072503 常德市 桃源县 理公港镇 狮子坪村 220 1301 省级样本

43072504 常德市 桃源县 沙坪镇 湖湘坪村 220 1134 省级样本

43072505 常德市 桃源县 杨溪桥镇 岩吾溪村 220 511 省级样本

43082201 张家界市 桑植县 澧源镇 高家坪社区 122 16378 省级样本

43082202 张家界市 桑植县 澧源镇 建兴岭村 122 878 省级样本

43082203 张家界市 桑植县 龙潭坪镇 三合街村村民委员会 220 845 省级样本

43082204 张家界市 桑植县 桥自弯镇 青龙村村民委员会 220 932 省级样本

43082205 张家界市 桑植县 马合口白族乡 梭子丘村村民委员会 210 2924 省级样本

43090301 益阳市 赫山区 赫山街道 赫山社区 111 7182 省级样本

43090302 益阳市 赫山区 会龙山街道 志溪河社区 111 7607 省级样本

43090303 益阳市 赫山区 泉交河镇 香三社区 121 5396 省级样本

43090304 益阳市 赫山区 岳家桥镇 洗澡坪村 220 1052 省级样本

43090305 益阳市 赫山区 泥江口镇 南坝村 122 7320 省级样本

43092101 益阳市 南县 青树嘴镇 青树嘴社区 121 6396 共享样本

43092102 益阳市 南县 南洲镇 赤松亭社区 121 12518 共享样本

43092103 益阳市 南县 南洲镇 洗马湖村委会 122 7688 共享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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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92104 益阳市 南县 茅草街镇 文明村委会 220 3547 共享样本

43092105 益阳市 南县 浪拔湖镇 陈家岭村委会 220 3120 共享样本

43102101 郴州市 桂阳县 龙潭街道 高码头社区居委会 121 22502 省级样本

43102102 郴州市 桂阳县 鹿峰街道 蔡伦井社区居委会 121 25415 省级样本

43102103 郴州市 桂阳县 黄沙坪街道 柏树村村委会 122 10628 省级样本

43102104 郴州市 桂阳县 塘市镇 田赵村 220 971 省级样本

43102105 郴州市 桂阳县 樟市镇 东深村 220 1970 省级样本

43102301 郴州市 永兴县 便江街道 沙子江社区 121 18152 共享样本

43102302 郴州市 永兴县 便江街道 水南村 121 4717 共享样本

43102303 郴州市 永兴县 马田镇 马矿社区 123 9253 共享样本

43102304 郴州市 永兴县 悦来镇 平田村 220 1725 共享样本

43102305 郴州市 永兴县 高亭司镇 板梁村 220 1197 共享样本

43110301 永州市 冷水滩区 梅湾街道 三多亭社区居委会 111 13416 共享样本

43110302 永州市 冷水滩区 肖家园街道 通化街社区居委会 111 10274 共享样本

43110303 永州市 冷水滩区 凤凰街道 湖塘社区居委会 111 17678 共享样本

43110304 永州市 冷水滩区 岚角山街道 三庙社区 112 1837 共享样本

43110305 永州市 冷水滩区 黄阳司镇 同乐滩村委会 122 1852 共享样本

43112201 永州市 东安县 白牙市镇 紫水社区 122 16248 省级样本

43112202 永州市 东安县 白牙市镇 大江口村 220 1842 省级样本

43112203 永州市 东安县 横塘镇 龙门口村村委会 220 381 省级样本

43112204 永州市 东安县 鹿马桥镇 五通庙村村委会 220 1312 省级样本

43112205 永州市 东安县 大盛镇 易江村村委会 220 1354 省级样本

43112401 永州市 道县 濂溪街道 寇公楼社区居委会 121 12769 共享样本

43112402 永州市 道县 西洲街道 石厨头社区居委会 121 11199 共享样本

43112403 永州市 道县 梅花镇 社湾村 220 3868 共享样本

43112404 永州市 道县 清塘镇 达村 220 3786 共享样本

43112405 永州市 道县 白马渡镇 岩头背村 220 2558 共享样本

43122101 怀化市 中方县 中方镇 塔山社区 121 885 省级样本

43122102 怀化市 中方县 中方镇 中方村 121 2535 省级样本

43122103 怀化市 中方县 泸阳镇 新店坪村 220 2374 省级样本

43122104 怀化市 中方县 铜湾镇 松坡村 220 2407 省级样本

43122105 怀化市 中方县 新建镇 新建村 121 3398 省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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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2301 怀化市 辰溪县 辰阳镇 龙头井社区 121 18037 省级样本

43122302 怀化市 辰溪县 辰阳镇 周家人村 220 1407 省级样本

43122303 怀化市 辰溪县 黄溪口镇 黄溪口社区 121 15192 省级样本

43122304 怀化市 辰溪县 锦滨镇 装粮埠村 220 1133 省级样本

43122305 怀化市 辰溪县 龙头庵乡 龙头庵社区 210 1033 省级样本

43122801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芷江镇 东街社区 121 4172 共享样本

43122802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芷江镇 东门口村 121 1983 共享样本

43122803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罗旧镇 浮莲塘村 220 1955 共享样本

43122804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公坪镇 孙家冲村 220 1620 共享样本

43122805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大树坳乡 黄双溪村 220 778 共享样本

43132101 娄底市 双峰县 永丰街道 光辉社区 121 14190 共享样本

43132102 娄底市 双峰县 金开街道 桑园社区 121 12372 共享样本

43132103 娄底市 双峰县 杏子铺镇 双源村 220 805 共享样本

43132104 娄底市 双峰县 甘棠镇 四方村 220 1802 共享样本

43132105 娄底市 双峰县 花门镇 珠江村 220 1523 共享样本

43138201 娄底市 涟源市 蓝田街道 双江街社区居委会 111 7766 省级样本

43138202 娄底市 涟源市 安平镇 桂长村委会 220 786 省级样本

43138203 娄底市 涟源市 桥头河镇 黄土塘村 220 2100 省级样本

43138204 娄底市 涟源市 斗笠山镇 香花台社区居委会 121 17105 省级样本

43138205 娄底市 涟源市 龙塘镇 井边村委会 220 2655 省级样本

43312301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廖家桥镇 鸭堡洞村 220 1142 共享样本

43312302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禾库镇 禾库社区 220 495 共享样本

43312303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沱江镇 红旗社区 121 13150 共享样本

43312304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阿拉营镇 川岩村 220 886 共享样本

43312305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筸子坪镇 筸子坪村 121 1457 共享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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